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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力不僅是提供服務，還能讓其他人更有成效。」 
 
雖然歡迎所有獅友修習本課程，但我們向任何將與新會或現有分會合作、或擔任（或計劃擔任）領導職位者推

薦本課程，以做為一個基礎。完成本課程後，您將成為一名認證導獅! 雖然本課程對任何一位獅友皆具價值，

擁有分會會長的經驗將提升您引導新會或現有分會之成功。  
 
 
 
認證導獅課程目標 
 
導獅活動旨在協助新授證、已成立或正在重建的分會。  導獅是由總監與輔導分會會長或已成立的分會會長協

商後指派，任期兩年。  在任何時候，導獅同時只可以擔任不超過兩個新分會的導獅。  
 
即使您是一位有經驗的導獅，您也將從本課程獲益。因為此課程對一個導獅的角色和職責提供了最全面的概

述。  
 
認證導獅課程將幫助您: 

1. 了解您身為導獅的角色  
2. 幫助您制定一個計畫，引導分會自力更生及強大 
3. 提供工具幫助分會幹部管理其分會 
4. 建立一個系統，以追蹤在您任期内之發展 

 

 

 

 

  

 

 

提示 

 

我們建議在您開始導獅的任期前完成所有課程，以便幫助您成為一位有效的導獅。 
 
成功完成本課程可獲得三年有效的證書。  三年任期結束時，您必須重新取得認

證。另請注意，您無需通過認證即可成為導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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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設計 
 
本課程以兩種方式提供: 
 
第一種方式：以來往信函的方式授課，以便您可以按照自己的速度來學習。 
 
第二種方式：教室學習，此方式可讓您與其他學員交換意見。  無論哪一種方式，您都需要自己完成這些練

習。  
 
自行完成課程 – 自學，請給自己預留足夠的時間溫習指南上註明的材料和可用資源。  本課程通常要花大約六

到八個小時完成。  您可向總監及其他資深的獅友索取額外的資訊和指導，以便您對可得到的支援有完全的理

解。  這樣做使這些重要領導人有機會提供額外的資訊，幫助您在需要進一步發展的領域上得以精通。  一旦您

的總監檢閱過您的工作簿並簽署了完成確認表格，將表格發送交國際獅子會，您就能收到一份認證導獅的證

書。  
 
參加課堂教授的課程，請在出席課程前完成此工作簿。  請為您自己預留至少六個小時來完成本指南，若可以

的話，最好更多時間，以便您如此您在課程討論上就能有更大發揮，並對此職位獲得更徹底的理解能熟悉材

料。  如此您在課程討論上就能有更多發揮，並對此職位獲得更徹底的理解。  您為擔任導獅做準備的時間投

入，將使您成為一個更加自信和有效的領導者。  
 
 
 
 
 
 
 

 

 
 
 
 
 
  

六個分會成功要素    

1. 分會會員舉辦了他們認為有意義的服務方案。  
 

2. 分會達到會員淨成長並讓新會員迅速參與的服務活動. 
 

3. 分會有效地與其會員及公眾溝通。 
 

4. 定期舉行積極且有意義的分會活動。  
 

5. 分會幹部參與分區及區的領導培訓。  
 

6. 保持分會之正常地位及定期提交報告。  



頁碼 | 3 

課程安排 
 
第一部分：成功導獅的技巧 
此部分課程專注於成爲一個有成效的導獅所需的領導技巧，並幫助您找出在那些領域您能夠進一步發展，使您

成爲更有效的領導人。  
 
第二部分：建立良好的開始 – 成為資訊的專家 
此部分課程透過引領您閱讀現有的材料及國際獅子會的可用培訓資源，幫助您準備好擔任一名導獅。  
 
此部分課程專注於:  

1. 分會幹部的資源 - 專門為分會幹部設計的材料 
2. 分會蛻變活動 - 為強化分會設計的材料和活動 
3. MyLCI -  為分會幹部定製的儀表版，用於報告資料及下載分會的重要運作資訊。 

第三部分：發展分會幹部指導者團隊 
此部分課程幫助您找到能夠作為一個分會幹部指導者來協助分會的獅友，並為該指導者提供一份綱要以便其進

行具體的培訓工作。  
 
第四部分：設計分會幹部的培訓 
此部分課程為分會幹部培訓概述了一個整體計劃，可作適當調整以運用於貴地理區域。  此活動概述包括了對

國際獅子會的介紹，然後是關於確定和推行服務方案，如何舉辦有意義的會議，以及持續不斷改善的策略。  
 
第五部分：評估分會的需要 
此部分課程幫助您辨識出分會的各種需要，以便能有效地提供培訓和支援。  
 
第六部分：導獅資源 
此部分課程包括對導獅可用之報告的描述。這些報告可以幫助跟蹤分會的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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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總會長之認證導獅獎 
 
欲獲得總會長的認證導獅獎，您必須完成：  
 
分會 

• 該分會是國際獅子會的正常分會。  

• 在導獅的兩年任期結束時，該分會實現了會員的淨增長，會員人數達到至少 20 名。 

• 報告了新的服務和募款項目，並被鼓勵向 LCIF 捐款。 

• 參加了區的活動（包括專區會議）。 

• 分會幹部確認導獅支持了分會的發展。 

 

導獅 

• 在兩年間向國際獅子會和總監提交了季度報告。 

• 在兩年任期結束之前完成了導獅認證課程。 

• 參加了分會的大部分例會和理事會。 

• 向國際獅子會和總監提交了最終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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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成功導獅的技巧 
 

管理者。激勵者。團隊建設者。溝通者。傾聽者。一個成功的導獅擔任很多角色。這些技巧當中的一些可能

您已經具備；有些您可能需要完全地發展。  培養這些技巧不但有助於完成您的職務，它也將幫助您個人的和

專業的發展。  

 

 

 

 

 

激勵者：態度是有感染力的。  以自身的積極主動來激勵新會員。  透過幫他們了解到獅子會員的責任、權益和

滿足感來進一步啟發他們。  

培訓師：您工作的一大部分，就是要示範給分會領導者如何有效地管理分會，並領導分會向正面發展。  幫助

分會幹部和會員了解我們組織，是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在開始培訓之前，花些時間讓您自己重新熟識國際獅

子會、貴複合區、貴區及當地分會的基本知識，以便您能將這些資訊融入分會幹部的培訓當中。  

溝通者: 良好的溝通技巧將提高您的成效。  用心傾聽其他人的表述。  學習如何適度管理討論並幫助人們解決

糾紛。  鼓勵會員之間以積極主動的方式進行雙向的溝通。  

觀察者：當您嘗試栽培一個分會時，要知道每個會員都有不同的技巧、能力和經驗。  需使用每個人的長處以

圖謀分會整體之利益。  

計畫和目標設定者： 協助分會成員共同制定和設立可測量的目標和行動計劃，以達到既定的目標。  確保所設

立的目標對分會及其會員們是有意義的。  

團隊建立者：幫助新會員學習如何以團隊運作；亦即，在共同為分會整體的好處做決定時，應尊重個人意

見。  這個技巧對於分會向前邁進極為重要。  

行政管理者：具有組織能力將有助於您完成將報告歸檔和協助分會的任務，並且能幫助您建立自信。  身為榜

樣，請盡您的努力來描繪獅子會的領導人是有組織能力、有知識和具專業性的。   

  

賦予能力是邁向成功的關鍵!  每個分會都是由擁有夢想並希望實現改變的獅友所創建的。  身為導獅，您有機會

給他們展示如何去實現他們做一名獅子會員的夢想。  不要嘗試改變他們的夢想，而是要支持他們。   很多時

候，一些過度熱心的領導人會鼓勵分會去支持一些他們的會員不太感興趣的方案。  請一定要鼓勵分會按照自己

的夢想去做，鼓勵其他獅友領導人支持分會的決定。  不要讓地區領導人施壓給分會，迫使他們支持那些讓資金

和精力不能集中來實現其分會目標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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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與分會領導人分享您的見解、知識和經驗，同時也要允許他們自己做決定。  

聯絡人: 保持新分會和輔導分會之間的良好溝通。  

熱情的獅友： 新會員將把您視為經驗豐富的獅友。和他們分享您在獅子會的知識，以及您的忠誠奉獻和熱

情。  

熟練的演講者：如果自從您上次做培訓已有一段時間，請考慮花些時間重新熟悉您的演講和培訓技能。  有許

多很好的參考資料可幫助您改善演講和小組流程技巧，以及設定目標、制定行動計劃和評估技巧。  

傾聽者：身為導獅，有時候只是需要傾聽和做一個新會幹部發表想法及意見的傳聲筒，並做他們的顧問或指

導者。  

電腦技術: 身為導獅，您需要完成繳交和接收報告、電子郵件及下載刊物的工作。  具有訪問和有效利用 LCI 網
站的能力至關重要。  

導獅最重要的技能... 承諾! 

導獅的首要屬性就是能夠出席分會會議，並在分會需要時發揮價值。  身為導獅，應準備好在最初六個月，出

席分會幾乎所有的會議，並在兩年任期中盡量多參加會議。  

 

 

 

  

衡量成功導獅的最終目標是讓分會獨立和自我運作。  只有當分會不再需要導獅時，他/她才是成功的導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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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1:  
導獅技巧的自我評估 
 
請摘要概述您認爲一位成功導獅應具備之重要技巧。  
 
您認爲哪些特徵您已具備，哪些您覺得自己還需進一步發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可以如何改善這些技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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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著手好的開始 –   
成為資訊的專家! 
 
即使是老練和知識豐富的獅友都會覺得要保持了解最新的政策、參考資料和發展的行動是富有挑戰性的。  以
下的指南將幫助您準備好為分會幹部提供培訓。  
 
獅子會學習中心（LLC）  
 
獅子會學習中心（LLC）為分會幹部提供了機會，以就其角色和職責的關鍵方面進行深入的按需培訓，以確保

分會的領導發展為持續的成功做好準備。  鼓勵分會幹部熟悉獅子會學習中心(LLC)，此中心可由國際獅子會網

站中，點選會員登入連結進入。   
 
從以下的線上課程開始您的準備工作： 
 
分會幹部培訓 - 此單元對分會幹部的角色、職責，以及分會的結構提供了概括的介紹。  
 
分會會長的職責 - 此單元提供了準備擔任分會會長的職位所需的基本資訊和資源。  
 
分會秘書職責 – 本課程概述說明其職責解釋時間表，並提供為分會秘書職位做準備時所需的資訊和資源。  
 
分會財務的職責 - 此單元提供了準備擔任分會財務的職位所需的基本資訊和資源。  
 
請一定到獅子會學習中心(LLC) 查看上述及其他的課程，該中心可由國際獅子會網站中，點選會員登入連結進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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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2:  
確定要在分會幹部培訓中分享的關鍵概念 
 
查看完這些單元後，定出您認為對新會幹部最有價值的至少三個項目或概念。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與分會會長分享的最重要的資訊是什麽？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與分會秘書分享的最重要的資訊是什麽？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與分會財務分享的最重要的資訊是什麽？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了分會幹部培訓外，請留意其他有幫助的線上課程。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了線上這些單元課程外，請與總監、全球行動團隊 - 全球領導團隊（GLT）區協調員、分區和專區主席聯

絡，以了解由區領導人提供的培訓及支援。  

  



頁碼 | 10 

練習#3: 
列出區和複合區所提供的可用培訓資源  
 
 
分會會長 

區/分區培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複合區培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秘書 

區/分區培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複合區培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財務 

區/分區培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複合區培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行銷主席  

區/分區培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複合區培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會員發展主席 

區/分區培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複合區培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服務主席  

區/分區培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複合區培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 LCIF 協調員  

區/分區培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複合區培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會員講習  

區/分區培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複合區培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頁碼 | 11 

有效分會運作的資源 
 
接下來，請查看 LCI 網站上標題為「管理分會」的材料。 
 
該欄目包含以下內容：  
 
管理分會(分會幹部團隊)– 透過該網頁可以快速訪問有用的訊息，為分會幹部提供運作方面的資源。    
 
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 此文件概述了獅子會的結構和運作，包括每個幹部的角色和職責。  儘管分會可

能想修訂某些條例和按需定制此文件，但是新分會應自動從此標準憲章開始。  
 
改進分會品質的活動– 請檢閱這些支持分會健康的材料。  包括了分會優質倡議、為分會的成功擬定計劃(全
球會員發展措施)，及《您的分會、您的方式！》。  這些工具可幫助分會會員找到服務方案、定制他們的會議

安排，並確定改善分會運作的方法。  
 
傑出分會獎– 此獎項藉由在會員成長、人道服務、傑出的組織運作、以及溝通各領域内 
 
設定目標，提供了一個邁向成功的途徑。  鼓勵每個分會都努力爭取這一尊貴的獎項。  
 
講習指南– 該指南將協助為新會員提供講習，以便他們了解本組織的歷史和任務，及他們做為獅友的角

色。  有意義的入會儀式將有助於新成員感到被重視和有參與感。  
 
授證夜計劃指南–此指南對輔導分會將非常重要，但也應該採納新分會的意見。  此指南提供一份逐步計

劃，讓您的授證夜難以忘懷。  
 
 
 
 
練習#4:  
確定管理分會網頁的價值 
 
您認為哪三項對推廣優秀的分會管理最為有用？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officers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2852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improving-club-quality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excellence-awards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91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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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 Lion Account (獅子會帳戶)  
 
會員門戶網站- 讓您可以使用所有的獅子會應用程式：MyLion、MyLCI、Insights（洞察報告）、Learn（學

習）和 Shop（商店）。  
 
MyLION – 聯繫．服務．報告!  在此網站，分會報告他們的服務、計劃服務方案，與其他的獅友建立聯繫，並

建立個人的簡介資料。  如果您對 MyLION 有進一步的問題，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MyLion@lionsclubs.org。  
 
MyLCI –獅子會領導人的工具！在此，分會可以管理與其會員相關的資料，設立區和分會的簡介，檢查分會投

票人的資格，記錄和計劃年會，以及查看新分會授證申請的情況。  如果您對 MyLCI 有進一步的問題，請發

送電子郵件至：MyLCI@lionsclubs.org。  
 
INSIGHTS（洞察報告）– 是國際獅子會（LCI）在會員發展、服務活動、捐贈和分會强項方面的全面概述。  也
包括了「區目標進展」和 Learn（學習）。  
 
LEARN（學習）–為獅友提供一個集中的地點，完成獅子會學習中心（LLC）的課程、搜尋國際獅子會（LCI）
的國際學院（ALLI、FDI 和 LCIP）、查看由區及複合區 GLT 協調員報告的當地培訓、並讓獅友或青少獅取得他

們個人的「我的學習記錄」報告。   
 
SHOP（商店）– LCI 商店是訂購帶有國際獅子會品牌的常用分會用品的簡便途徑。   若有進一步關於分會用

品的問題，請發電子郵件至 orderdetails@lionsclubs.org 
 
練習#5: 
熟悉 MyLCI 及 MyLion 
 
查看 MyLCI 常見問題 (FAQ)，學習以下事務：  

1. 註冊 
2. 設置您的分會幹部 
3. 管理您的分會名冊 
4. 管理貴分會的財務帳單 

 

查看 MyLion 投影片，並熟悉該服務系統。  

1. 介紹 MyLion 
2. 如何使用 MyLion 來支持您的服務。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mailto:MyLion@lionsclubs.org
mailto:MyLCI@lionsclubs.org
mailto:orderdetails@lionsclubs.org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tw/sections/360007672594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tw/sections/360007672594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tw/articles/1500004465122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tw/articles/1500004465122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TW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zh-TW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en-us/articles/360052859953
https://lionshelp.zendesk.com/hc/en-us/articles/360052859953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v2/resource/download/87402397
https://www.lionsclubs.org/en/v2/resource/download/92609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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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發展分會幹部指導者團隊 
 
藉由成立分會幹部指導團隊來擴大對新分會的支持，以確保新分會獲得成功所需的支持和指導。  
 
團隊成員： 
 
兩位認證導獅 – 可以讓兩位重要領導人分工合作並擴大支持。  一位認證導獅應盡量出席每個會議及分會活

動，並在需要時，回答分會的問題。  
 
總監團隊 – 雖然區的方案未必支持分會的人道主義使命，…(要記住，分會會員們在加入分會時都有自己想好

的方案)但是新幹部應儘快參與區所提供的培訓和支持工作。  
 
分區主席 – 將分會幹部列入分區主辦的培訓和活動中是很重要的。  
 
分會幹部指導者 – 作為導獅，您對分會的行政管理要求未必熟悉。  讓分會幹部與另一分會知識豐富並有經驗

的幹部相搭配，這將會提供非常實際的支持。  指導者應是目前擔任該職位的幹部，並且知道最新的工具和資

訊。  
 
分會幹部指導者培訓的檢查單 – 這是提供給每個分會幹部指導者的 「指導者檢查單」，包含了每個幹部職

位。  您會在第 28 到 34 頁找到這些檢查單。 
 
  

當今的志願者關注分會將提供的服務，以及透過服務體驗為個人帶來的滿足感和享受。  當與分會幹部合作時，

幫助他們盡可能減少花在行政管理任務上的時間。  永遠將分會的目標放在首位，然後指示幹部處理所要求之文

件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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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6:  
發展您的分會幹部指導團隊 
 
找到符合資格從事以下職位的獅友  
 
區的支持 
 
總監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職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球領導團隊區協調員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職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球會員團隊區協調員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職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球服務團隊區協調員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職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區主席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職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頁碼 | 15 

練習#6（續）：  
發展您的分會幹部指導團隊 
 
找到符合資格從事以下職位的獅友  
 
分會幹部的指導者 
 
分會會長指導者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職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第一副會長指導者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職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秘書指導者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職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財務指導者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職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會員發展主席指導者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職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服務指導者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職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行銷主席指導者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職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 LCIF 協調員指導者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職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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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設計分會幹部的培訓  
 
以下是一份幫助組織和促進最初的分會幹部培訓的綱要。  每一培訓課程所用的資源也包括在内。  汲取您的經

驗並調整這些材料，以符合當地的需要和習俗。  考慮各種方法，以使此培訓盡可能有意義和有相關性。  培訓

可能要分為幾個課程進行。  做好準備，以便幫助新會員找到他們需要的資料。  在每次培訓課程中，請預留提

問題與回答的時間，並邀請分會幹部指導團隊參與。  理想的話，這些課程應該每週進行，以便培訓可在指派

後的 30 天内完成。   
 
註：在第 26 和 27 頁有一份《分會幹部培訓檢查單》，有助您的培訓課程。  
 
註：培訓的需要可能會因幹部的經驗高低而異。  請估量您分會幹部的知識程度，  如果幹部曾擔任過領導職

位，修改課程以符合其需求。  
 
培訓課程一：著手開始！ 
 
摘要：  國際獅子會、獅子會國際基金會，分會職責和授證夜儀式的介紹。  與分會幹部指導團隊的初次會議

（應在分會成立或職務指派的一週內進行）。  
 
參考資料：分會幹部培訓位於獅子會學習中心(LLC)內，《講習指南》、《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分會會

長/第一副會長電子書》、《分會秘書電子書》、《分會財務電子書》、《分會會員發展主席電子書》、《分

會服務主席電子書》, 和《授證夜計劃指南》。  請確保納入額外的地方資源。   
 
目標：  在本課程結束時，分會幹部將對分會運作、分會職責、及授證夜活動有概括的了解，並已和他們的支

持團隊見面。  
 
順序:  
 
介紹國際獅子會講習指南(最多 12 分鐘) 

1. 國際獅子會的歷史，及分會、分區、專區、區、複合區和憲章區的結構：以分會作爲基本單位開始，

請務必說明每個階層有不同的幹部，強調他們所提供的支持。(3 分鐘) 
 

2. 分區主席的支持：在分區階層提供的培訓和支持。(1 分鐘) 
 

3. 總監團隊的支持：簡要地介紹每個職位及他們對分會幹部所提供的支持。(2 分鐘)  
 

4. 國際獅子會提供的支持: 提及各種培訓機會、電子分會會所及其他可能對分會幹部有幫助的活動。(3 分

鐘) 
 

5. 國際服務方案: 由總監、全球服務團隊協調員、和其他知識淵博的獅友介紹說明。(2 分鐘) 
 

6. 由分區、區和複合區提供支持。  
 

7. 重申每個分會都是獨立自主的，分會決定他們自己將要支持的活動和方案。(1 分鐘)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reate-e-club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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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獅子會國際基金會(最多 3 分鐘)  
 

1.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的使命是賦予獅子分會、義工和合作夥伴力量，藉著影響全球生活的人道主義

服務和撥款，改善健康和福祉、加強社區及支持有需要的人，並鼓勵和平與國際理解。  
 

2. 作為賦予全世界的獅子會服務力量的唯一基金會，LCIF 在全世界已頒發了超過 18000 筆撥款，總額超

過 12 億美元。  鼓勵獅友、分會、區和複合區在 LCIF：自豪的故事中，分享因這些改變生活的撥款

而成真的服務故事。  
 

3. 撥款工具袋提供更多 LCIF 所提供的撥款類型資源，以了解現在或未來是否有適合貴分會、區或複

合區的撥款。  
 

4. 第 104 屆在蒙特婁的國際獅子會年會中，LCIF 宣布超過其行動 100 的目標，募集了 3.25 億美元。  獅
子會受到鼓勵，在此動力上再接再厲，繼續支持基金會，因為世界的需求仍不斷增長，而 LCIF 擴

大獅子會能回應這些需求的能力。  
 

了解分會的職責 – 分會憲章及附則(23 分鐘) 
 

1. 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包含分會的主要管理準則。  講解每個項目時，請簡要回顧憲章中涵蓋的要

點。  
 

2. 任務宣言、標語、座右銘、目的、目標與道德信條: 這些是本組織基本的指導思想，所有幹部都必須熟

悉。(2 分鐘) 
 

3. 會籍類型：簡要回顧每種類型（3 分鐘）。  請查看最新版的《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以獲取有關

這些會籍類型的進一步訊息。  
 

4. 費用及會費: 說明會費結構及會費金額是如何建立的。(2 分鐘) 
 

5. 幹部職責: 簡要說明每個幹部的角色和職責，並指出他們的幹部指導者將會為他們的職位提供個人的和

詳細的資訊。(5 分鐘) 
 

6. 理事會：說明分會理事會的功能、角色和職責。 (2 分鐘) 
 

7. 管理資金：說明 「行政管理」 和「 公共(活動)」 資金的區別。 (2 分鐘) 
 

8. 選擧：說明何時及如何進行選舉。(2 分鐘) 
 

9. 會議：說明一般會議和理事會會議的區別，及各會議對可討論和不討論之議題的習慣做法。(2 分鐘) 
 

10. 年會及年會代表：描述區年會的活動，並鼓勵所有分會會員參加。  討論分會可以如何參與年會活動。

(3 分鐘)  
 
 
 
 
 

如今的志願者對組織能夠完成的工作有更大興趣，而不太注重職稱和禮儀。  職稱只在談到領導人可以如何支持

分會時才重要。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discover-our-foundation/mission
https://lcifpride.org/?lang=zh-hant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lcif-grants-toolkit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give-how-to-give/more-ways-to-give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2852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89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501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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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證夜 – 授證夜籌劃指南(15 分鐘) 

簡單查閱授證夜籌劃指南，特別強調時間表和職責。  請記住，這個活動對新分會可能是個挑戰。  藉著鼓勵輔

導分會或區舉辦授證夜活動，以提供協助。   
 
 

分會幹部指導團隊 (10 分鐘) 
 
將新分會幹部介紹給分會幹部指導團隊的成員認識。  告知每個人的姓名、聯絡電話及其專長。  每位分會幹部

指導者應該與他們各自指定的分會幹部安排一次個人會面。  發給每位幹部及其指導者一份對應其職位的清

單。清單可在第 28 至 34 頁找到。 
 
 
 
 
 
練習#7:  
培訓課程一的重要目標 
 
培訓課程一是對國際獅子會的概述，該課程為何重要？  您認爲第一個培訓課程的三個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麽？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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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課程二: 分會運作： 
 
摘要：審閱重要的分會領導職位和尋找有意義的服務方案之策略。  強調計劃、團隊合作、及與新幹部溝通

的概念。  
 
參考資料：《分會會長/第一副會長電子書》、《分會秘書電子書》、《分會財務電子書》、《分會會員發展

主席電子書》、《分會服務主席電子書》、《分會行銷主席指南》、《財務透明之最佳實踐》及《付諸實

現》! 以及任何實用的地方資源。  
 
目標：在本課程結束時，分會幹部將了解他們的角色、如何找到支持其角色的訊息和工具，以及如何啟動其

第一個服務項目。  
 
順序：  
 
分會幹部職責 – 分會幹部的電子書（20 分鐘） 
分會幹部的電子書(分會會長/第一副會長電子書、分會秘書電子書、分會財務電子書、分會會員發展主席電

子書、分會服務主席電子書、分會行銷主席指南)簡潔地強調了每個分會幹部的重要角色。  簡要回顧每本電

子書，並在適當時註明任何本地改編的内容。  此時，新的分會幹部已會見了他們的導師，並檢查了清單。  查
看分會幹部清單，以監控他們的理解程度並解除任何疑慮。  如果出現問題，可請導師協助，或在需要時分配

新的導師。  
 
財務透明的最佳實踐 
財務透明的最佳做法提供財務報告、報銷準則、未結帳戶的維護以及進行年終審計的基本信息。  
 
規劃服務活動 – 付諸實現！(30 分鐘) 
服務是每一個分會的核心。  當分會舉辦有價值和有意義的服務方案時，社區以支持回應，且會員們將重視其

參與。  
 
在本課程中，透過使用「 付諸實現！制定分會方案的指南」來帶領分會幹部逐步經歷如何找出潛在的新方
案的步驟。該指南指導分會逐步了解整個評估程序，還包括了如何將一個想法變成現實的有用工作表。  如果

此項練習還未完成，鼓勵各分會幹部在下次例會做這項練習。  若分會已有一項方案，可考慮在他們的首推方

案完成之後使用此工具。  這項練習不應該匆忙進行，可能需要 20 至 30 分鐘。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62963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039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97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401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905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905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929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6727924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039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823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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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諸實現」的步驟如下：請參閱《付諸實現！》了解更多詳情 
 
步驟一：列出可能從事的服務活動: 
讓分會會員們有機會表達他們喜歡社區的哪些方面，並集思廣益提出他們對於針對社區需要的想法。  強調在

此步驟中，會員們意見的重要性。  
 
步驟二：指派任務隊： 
鼓勵有興趣的分會會員，成立一個團隊來積極追求他們的想法。  向分會幹部講解，儘快讓會員參與活動，以

保持他們的動機和參與的重要性。  
 
步驟三 : 從事研究： 
在此重要步驟中，任務隊的成員需研究其想法的可行性。  鼓勵分會幹部敦促任務隊的成員在此步驟中要開放

思想，不要灰心。  如果一個想法行不通，可能有另一個機會正待發現。   
 
步驟四：擬定計劃： 
此時，這個想法真正開始成形。  說明這一步當中細節很重要。  
 
步驟五：實施計劃： 
所有分會會員的努力工作終於成為現實！  強調熱情和對完成工作的表揚是讓大家保持士氣高昂的關鍵。  
 
永遠記住分會的方案由分會決定。 至少在頭 12 個月，避免推廣那些在時間和資源上可能會影響會員們從事真

正對他們有意義的方案的地方或區的活動。  
 
納入任何地方材料、議程範本、會議紀錄、公告，及任何其他對分會有效運作有幫助的材料。  
 
練習#8：  
培訓課程二的主要目標 
 
培訓課程二更多地關注於分會的角色和職責。 
 
您認爲第二個培訓課程的三大重要目標是什麽？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什麼應與分會分享的材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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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課程三：舉辦具建設性和有意義的分會活動 
 
摘要：此課程專注於舉辦積極且有建設性的會議和活動，及提高會議出席率的技巧。  此培訓課程應該在授證

核准之日或分會獲得指派導獅的 30 天内舉辦，以便能夠儘快地運用這些策略。  
 
參考資料：《您的分會，您的方式!》、《會議管理課程》(網上 – 獅子會學習中心) 
 
目標：鼓勵舉辦積極而有意義、出席率高的會議。 
 
舉辦有意義和有建樹的會議是新會成功的關鍵因素。  會議讓會員們可以聚集，討論方案想法及分享友誼。  但
有時候，對新分會和新分會幹部而言，舉辦一個有成效的會議是項挑戰。  
 
在新會授證申請提交之後，就應開始定期舉辦例會或分會聚會。  如果在本培訓課程之前已舉行過會議，請討

論這些會議的成功之處以及可改善之處。  如果尚未舉行會議，趁此機會幫助幹部們計劃一個具高出席率且有

意義的會議。  無論如何，都要保持積極和鼓勵的態度。  如有需要，複習以下適用的想法：  
 
如何提高會議的出席率(10-15 分鐘或更多，視具體情況) 
為鼓勵出席，請務必檢查以下幾點：  
 
會議的日期、時間和地點符合分會會員及潛在會員們的需要。 
 
寄邀請函給您的會員及潛在會員們，宣布即將擧行的活動。 
       
親自致電邀請需要額外鼓勵的現有和潛在會員有助於讓他們知道  

我們非常感謝和需要他們在分會和社區中的支持和參與。 
 
透過邀請風趣和相關的演講嘉賓出席每次例會，  

鼓勵會員和潛在會員的積極參會。 
 
確保每位出席會議的會員都參與一項他們感到有意義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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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整體的會議 
請參閱以下資源，以獲得更多有關積極而有成效會議的資訊。  這些資源可用來幫助分會建立堅實的基

礎，並繼續改善和吸引會員。   
 
您的分會，您的方式! – 本指南將幫助分會定制符合會員需要的會議，並提供活動構想、如何保持會員的

興趣、及如何成功地管理會議的提示。本指南包括了一份問卷調查樣本和會議計劃表格。  
 
會議管理– 此線上課程位於獅子會學習中心（LLC），提供了促進有效會議和良好會議管理的訊息。  
 
 
分享地方傳統！– 請確保解釋貴區域特定的活動和計劃。  
 
 
練習#9:  
具建設性和有意義的會議 
 
哪些是積極且有建設性會議的關鍵因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何能提高會議出席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首次培訓之後，應鼓勵分會幹部出席專區或分區的會議及其他區的活動，以作為繼續培訓，並鼓勵他們應與

其分會指導者保持聯繫，以得到進一步指導。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237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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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課程四：招募會員和保留會員的重要性  
 
摘要：這部分突出展現持續的分會成長的重要性，並提供機會檢查分會幹部指導者團隊的進度。  
 
參考資料：分會會員發展主席電子書《問就對了！》《新會員招募指南》、《分會行銷主席指南》、 會員

滿意度指南。   
 
目標：啟動一個持續的會員招募計劃並確認分會幹部的發展。  
 
順序：  
 
招募和保留會員的重要性 – 《分會會員發展席電子書》(45 分鐘) 
 
查看《分會會員發展主席電子書》並使用《問就對了！》 《新會員招募指南》作為資源，並討論以下主

題： 
 

1. 招募新會員：討論尋找新會員的成功想法。  
 

2. 推薦獅友的職責: 複習一個有承諾的推薦獅友在招募新會員，以及使每位新會員參與並感到滿足雙方面

的重要性。  
 

3. 入會儀式：討論適當的新會員入會儀式的重要性。  強調使入會儀式對新會員有意義的重要性。  
 

4. 新會員講習：說明一個深入透徹的講習對保留會員的重要性。  強調講習應著重於當會員們努力為成功

地舉辦人道主義和/或社區方案時，分會能提供給會員的利益和支持。  將分會活動與新會員在其新會

員問卷中表達的興趣聯繫起來（可在《問就對了！》指南中找到）。  
 

5. 會員發展獎: 複習關於分會、區、複合區和國際總會目前所提供之獎勵的資訊。  還有關於國際總會提

供的鑰匙獎及會員滿意獎的資訊可從國際獅子會取得。  
 

6. 參與: 強調立即讓會員參與及保持讓他們受到激勵的重要性。自會員滿意指南中討論策略，確定病預防

常見的會員流失因素。  
 

7. 進一步培訓：鼓勵完成獅子會協中心中相關的課程(會員滿意、解決衝突、透過邀請產生影響、全球會

員發展措施)  
 
 

跟進發展(15 分鐘) 
花些時間，確保幹部們知道他們的職責，且分會幹部指導者在有效地協助新分會幹部。  預留時間用作一般問

題的解答，並公佈區裏任何與幹部相關的新消息。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695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695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695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905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149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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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10：  
制定會員發展計劃： 
 
描述可與新分會幹部分享之招募新會員的成功構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培訓課程五：計劃未來和實現卓越 
 
摘要：審查持續規劃和發展的需要。  這應該在分會運作幾個月之後，新的分會幹部在下個財政年度就職之前

進行。  
 
參考資料： 分會優質倡議(更透徹和更深層次)、《為分會的成功擬定計劃》(全球發展措施)(一個簡單測評) 和
傑出分會獎。  
 
目標： 鼓勵規劃和分會的持續發展。  
 
順序：  
 
確定分會是否應該使用基本戰略規劃策略（《為分會的成功擬定計劃-全球會員發展措施》），或者分會是否

準備好進行分會優質倡議中概述的更徹底的評估。  
 
為貴分會的成功擬定計劃 - 使用此計劃指南和 投影片來發掘貴分會的優點、改進的方式，以及將幫助貴分

會成長和茁壯的新機會！  計劃表格幫助擬定一個遠景、評估分會的需求，並為成功的實施制定計劃。  
 
分會優質倡議– 此過程需要 4 到 6 個小時，也可以通過一系列會議來進行。  有關其他信息，請參閱《分

會質量評估指南》。  
 
傑出分會獎– 查看獲得傑出獎所需的要求。  本獎勵可提供分會持續的方向和表揚分會會長分的貢獻。  
 
地方會員活動 – 包括地方分會用於增加會員和強會員保留的活動和構思。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1894060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18940838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952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excellence-awards


頁碼 | 25 

第五部分：評估分會的需要 
 
認證導獅計劃旨在協助新的和已成立的分會更有效地運作。  為已成立的分會自定所需的支持，請參閱第 35 至

39 頁的分會評估以決定分會的需要及有待發展的領域。  此需要評估也可做為新幹部的清單，以確認理解並找

到可能需要進一步支持的領域。   
 

第六部分：導獅資源 
 
分會健康評估 
身為導獅，您每個月將收到一份分會健康評估報告的電郵。  該報告提供會員增長或流失、提交報告情況、分

會帳戶是否有逾期未付的情況及給 LCIF 捐款的資料。  您必須已登記為該分會的導獅，並且有電郵地址記錄在

總會才會收到該報告。  
 
分會健康評估的策略 
此 要訣單 有助於總監了解分會健康評估報告中的分會健康關鍵指標。  
 
分會疑難排解指南 
實用指南指出常見的分會問題，並提供資源和潛在的解決辦法。  
 
季度報告 
在您任期中，保持和總監及國際總會溝通有關分會的進展及任何您面臨的挑戰是十分重要的。  第 45 頁上的每

季報告提供給您如何確保持續發展的寶貴信息。  定期作報告是取得會長的認證導獅獎的一項要求。  
 
導獅的支援 
歡迎各位導獅聯絡國際獅子會索取更多資訊，並直接獲得區及分會行政管理司的支持。  需要導獅支持，可致

電(630) 468-6953，或寄電子郵件至 certifiedguidinglions@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804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32038363
mailto:certifiedguidinglion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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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幹部培訓的檢查單 

 
使用此清單來協助您的課程。  
 
 
課程一：介紹國際獅子會、獅子會國際基金會、分會的職責、授證夜的慶祝儀式及分會幹部指導者團隊。  
 
介紹國際獅子會的講習指南 
 
國際獅子會和獅子會國際基金會的歷史 

分會、分區、專區、區, 複合區的結構 

分區級的支持 

區團隊的支持 

LCI 提供的支持 

分會幹部培訓線上課程 (獅子會學習中心) 

國際服務方案 

會員職責 

 
分會的職責 – 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 

任務宣言 

會籍類型 

費用及會費 

分會幹部職責之概述 

分會的理事會 

管理分會資金 – 行政管理帳戶和活動帳戶 

分會選舉 

分會會議 

年會及其他活動 

 

授證夜籌劃指南 

授證夜 

介紹分會幹部指導者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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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二：分會幹部職責和啓動有意義的方案 

每位幹部的角色和職責 

財務透明的最佳實踐 

檢查和確保幹部們在與各自的指導者合作 

 付諸實現！分會方案發展指南 

 
步驟三：舉辦具建設性和有意義的會議 

如何提高會議的出席率 

如何整體改善會議 

o 您的分會，您的方式！ 

o 「會議管理」線上課程（獅子會學習中心） 

o 會議計劃的構思 

 
課程四：會員招募和會員保留 

招募會員 

推薦獅友的職責 

入會儀式 

新會員講習 

您的評分如何？ 

會員發展獎 

參與的重要性 

檢查以確保每位幹部都從他們的指導者處取得指導 

 
課程五：計劃未來和實現卓越 

  分會優質倡議  

  為分會的成功擬定計劃（全球會員發展措施）：  

  傑出分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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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會長指導者清單  
分會幹部指導者應於新會成立後的 30 天内舉辦以下培訓。 

 
分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角色和職責（完整的說明請參閱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  
 
分會會長是分會的首席執行幹部：  

1. 負責主持所有的理事會會議及一般會員的會議。  
2. 實施行動計劃，以增加會員、服務、社區參與和運作的改善。 
3. 主持年度選舉，確保適當地召集、通知和舉行選舉。  
4. 確保分會按照當地法律、分會和國際憲章及附則運作。  
5. 成為其分區之總監顧問委員會的積極成員。  

資源：向新分會主席介紹以下資源。（材料可能包含在多個課程中）：  

 查看分會會長網頁。 

  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審閱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的詳細内容，留意可能適用的訊息。  

 獅子會學習中心可在國際獅子會的網站上，點擊會員登入連結進入。  
• 分會幹部培訓 - 對分會幹部的角色、職責，以及分會的結構提供概括的介紹。  
• 分會會長的職責 - 此單元提供了準備擔任分會會長的職位所需的基本資訊和資源。  

 給分會會長提供 LLC 的網頁連接，若可以的話，親自講述一遍，以便分會會長對其角色、職責和在需

要時如何獲得更多資訊有透徹的了解。   

 提供更多的資源、會議議程樣本、以及其他能幫助分會會長的材料。  

 鼓勵分會會長拜訪貴分會，看看其他的分會如何管理。  

 
LCI 給分會會長的來信：鼓勵分會會長提供個人的電子郵件給總會，以確保他們不會錯過任何重要、實用的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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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秘書指導者檢查單 
分會幹部指導者應於新會成立後的 30 天内舉辦以下培訓。 

 
分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角色和職責（完整的說明請參閱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 
 
分會秘書是在分會會長和理事會成員的監督和指導下工作。  分會秘書是分會和分會所在區、及與總會之間的

聯絡人。  其職責包括：  
 

1. 定期向國際總會提交會員月報表。  
2. 保存分會的一般記錄，包括分會會議和理事會會議的記錄、出席記錄、委員會的指派記錄、選舉記錄以

及會員名冊。  
3. 向總監内閣提供所需的報告。   
4. 成為其分區之總監顧問委員會的積極成員。  
5. 為其忠心職守提供擔保金。保額及擔保人由分會理事會決定。  
6. 在任期屆滿時，及時將分會一般記錄轉交給繼任者。  

資源：向新的分會秘書介紹以下資源。（材料可能包含在多個課程中）：  

  查看分會秘書網頁。 

   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審閱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的詳細内容，留意可能適用的訊息。  

 獅子會學習中心可在國際獅子會的網站上，點擊會員登入連結進入。 

• 分會幹部培訓 - 對分會幹部的角色、職責，以及分會的結構提供了概括的介紹。 
• 分會秘書的職責 - 此單元總結了分會秘書的職責，解釋了時間表，並提供了準備擔任分會秘書的職位

所需的資訊和資源。   

 給分會秘書提供 LLC 的網頁連接，若可以的話，親自講述一遍，以便分會秘書對其角色、職責和在需

要時如何獲得更多資訊有透徹的了解。   

   MyLCI：查看具體任務的幫助螢幕，以了解其作為分會財務的角色。  

 提供更多的資源、會議記錄樣本、報告樣本、和其他有幫助的材料。 

 鼓勵分會秘書拜訪貴分會，看看其他的分會如何管理。  

LCI 給分會秘書的來信：鼓勵分會秘書提供個人的電子郵件給總會，以確保他們不會錯過任何重要、實用的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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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財務指導者檢查單 
分會幹部指導者應於新會成立後的 30 天内舉辦以下培訓。 

 
分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角色和職責（完整的說明請參閱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  

1. 由秘書或他處所交的各項款存入由經財務委員會推薦並由理事會核准之銀行。  
2. 支付理事會所核准的各項費用。  所有支票及單據需經財務簽名及另一位由理事會指定之分會幹部副署。  
3. 保管和維持分會收支的一般記錄。  
4. 分會秘書給每位會員分發應付給母會的會費及其它財務欠款單 
5. 每月及每半年一次向本會理事會作財務報告。  
6. 為其忠心職守提供擔保金。保額及擔保人由分會理事會決定。  

資源：向新的分會財務主管介紹以下資源。（材料可能包含在多個課程中）：  

 查看分會財務網頁。 

  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審閱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的詳細内容，留意可能適用的訊息。  

 獅子會學習中心可在國際獅子會的網站上，點擊會員登入連結進入。 
• 分會幹部培訓 - 對分會幹部的角色、職責，以及分會的結構提供了概括的介紹。 
•  分會財務的職責 - 此單元提供了準備擔任分會財務的職位所需的基本資訊和資源:   

  MyLCI：查看具體任務的幫助螢幕，以了解其作為分會財務的角色。  

  提供更多的資源、預算樣本、報告、以及能幫助分會財務的其他材料。  如有需要，讓分會財務了解當地法

律和/或規章，並提供必要的資源或聯絡資料，以便其查閱更多資訊。  

 鼓勵分會財務拜訪貴分會，看看其他的分會如何管理。  

LCI 給分會財務的來信：鼓勵分會財務提供個人的電子郵件給總會，以確保他們不會錯過任何重要、實用的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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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會員發展主席指導者檢查單 
分會幹部指導者應於新會成立後的 30 天内舉辦以下培訓。 

 
分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角色和職責（完整的說明請參閱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 

1. 鼓勵所有的會員透過邀請潛在的會員入會來協助會員成長。及時追蹤潛在會員。 
2. 讓新會員參與他們感興趣的活動。 
3. 了解不同的會籍類型和計劃，並向會員宣導。 
4. 發展和帶領會員發展委員會幫助實施行動計劃，以達成分會的會員發展目標，並從正面增強會員的體驗。 
5. 確保為新會員提供有效的講習，以便新會員在分會第一副會長的支持下，了解分會是如何在其區、複合區

和國際獅子會運作的。 
6. 適當時出席分區的總監顧問委員會會議。 
7. 與全球行動團隊在會員發展倡議方面合作，並參與相關的區、專區和分區會議及各項活動。 

資源：向新的分會會員發展主席介紹以下資源。（材料可能包含在多個課程中）：  

 查看分會會員發展主席網頁。 

 熟悉以下獅子會學習中心內的實用資源：   

• 透過邀請產生影響 
• 解決衝突 

• 會員滿意度 
• 全球會員發展措施  

 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查看與會籍類型有關的訊息。 

 分會會員發展主席電子書：為他們提供一個所需資料的快速而合理的連結。 

 分會會員發展主席指南：將有助於您組織並規劃有意義、有影響的會員體驗。  

 問就對了！培養招募文化指南：本指南透過在貴分會建立招募新會員的文化，將幫助貴分會招募新會員並

有效管理分會成長。  

 新會員講習指南：提供了可以在一系列會議上講演的主要資訊。包含培訓師指南及投影片，幫助引導

講習。  

 會籍申請表：可供潛在會員打印或在線使用。  

 會員滿意度指南：本指南將引導您完成提高會員滿意度的計劃，並針對會員離開分會的一些常見原因提供

解決方案。  

 鼓勵分會會員發展主席拜訪貴分會，看看其他的分會如何管理。  

LCI 給會員發展主席的來信：鼓勵會員發展主席提供個人的電子郵件給總會，以確保他們不會錯過任何重

要、實用的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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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服務主席指導者檢查單 
分會幹部指導者應於新會成立後的 30 天内舉辦以下培訓。 

 
分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角色和職責（完整的說明請參閱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 

1. 為實現分會的服務目標，領導服務委員會推動分會的服務行動計劃。  
2. 向 LCI 報告服務活動。 
3. 在目前的社區需求方面作為分會的資源。發展社區合作夥伴關係以擴展服務，並利用 LCI 和 LCIF 提供的工

具和資源。  
4. 鼓勵會員積極參與服務方案。  
5. 適當時出席其分區之總監顧問委員會會議。  
6. 與全球行動團隊在 LCI 全球志業方面合作，並參與相關的區、專區和分區會議及各項活動。 

資源：向新的分會服務主席介紹以下資源。（材料可能包含在多個課程中）：  

 查看分會服務主席網頁。 

 服務工具袋：這項資源旨在幫助您評估、調整和調動貴分會積極性以產生更大的影響。  

    分會服務主席電子書：該電子書為他們提供一個所需資料的快速而合理的連結。 

    我們的全球志業：了解國際獅子會的全球志業以及如何為您的社區提供最佳服務。 

    服務方案計劃書：可供分會下載的工具，用於鼓勵參與我們的全球志業。 

   全球服務團隊工具箱：提供各種資源，包括網絡研討會和有關服務旅程和服務價值的演講介紹。   

   鼓勵分會服務主席拜訪貴分會，看看其他的分會如何管理。 

 

LCI 給服務主席的來信：鼓勵服務主席提供個人的電子郵件給總會，以確保他們不會錯過任何重要、實用的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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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行銷主席的指導者檢查單 
分會幹部指導者應於新會成立後的 30 天内舉辦以下培訓。 

 
分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角色和職責（完整的說明請參閱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 

1. 提高分會在社區中的知名度。 
2. 宣傳分會活動、服務活動和其他具有新聞價值的故事。 
3. 向分會會員提供交流工具，並鼓勵他們參與分會的推廣。 
4. 與當地媒體和官員以及社區影響者建立關係 
5. 增強分會方案和會員發展倡議的影響力。 
6. 適當時出席其分區之總監顧問委員會會議。  

資源：向新的分會行銷主席介紹以下資源。（材料可能包含在多個課程中）：  

 查看行銷主席網頁並討論以下內容：  

• 為您的角色做好準備 
• 透過新的國際獅子會行銷獎來獲得分會表揚 
• 透過臉書和其他社交媒體與社區互動 
• 利用獅子會品牌的力量 
• 訪問和使用徽標、品牌指南、影片、社交媒體指南等   

 行銷主席指南。  

 查看 LCI 的品牌指南。  

 提供建議、更多資源和其他可能有用的材料。   

 鼓勵分會行銷溝通主席拜訪貴分會，看看其他的分會如何管理。 

 

LCI 分會行銷主席的來信：鼓勵分會行銷主席提供個人的電子郵件給總會，以確保他們不會錯過任何重要、實

用的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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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 LCIF 協調員指導者檢查單 
分會幹部指導者應於新會成立後的 30 天内舉辦以下培訓。 

 
分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角色和職責（完整的說明請參閱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 

1. 溝通有關 LCIF 的任務和成功，以及對於國際獅子會的重要性 
2. 在貴分會實施 LCIF 發展策略 
3. 與 LCIF 區協調員合作，在地方區域推廣 LCIF，確保與區目標相符。  
4. 與分會服務主席和全球行動團隊合作，以支持分會的倡議。 

 

資源：向新的 LCIF 分會協調員介紹以下資源。（材料可能包含在多個課程中）：  

  提供前往 LCIF 撥款工具袋的連結。  說明此網頁中包含了解 LCIF 提供的撥款計劃之必要資源。  鼓勵他們評

估社區的需求並與他人分享。  

 提供 LCI 網站上，捐款給 LCIF 的方法之連結，讓他們熟悉捐款給 LCIF 的方法，並與他人分享。  

 提供一份分會 LCIF 協調員手冊  

  提供前往 LCIF：自豪的故事網頁連結，並解釋分會會員能如何分享 LCIF 賦予會員服務力量的故事。   

 提供更多的資源、認捐表格、以及其他能幫助分會 LCIF 協調員的材料。  

 

分會 LCIF 協調員與 LCIF 通訊：鼓勵分會行銷溝通主席提供個人的電子郵件給總會，以確保他們不會錯過任何

重要、實用的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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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評估 

 
分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成立的分會 -  在分會幹部培訓之前完成以下清單，以識別出可以改進的領域，並按需要設計培訓和支持。  
 
新分會  -  在分會成立頭 90 天完成以下清單，以確認理解和識別出需要額外指導的領域。  
 
了解分會的責任：   
評估領導人的知識，以確定他們是否知道獅友與志願服務的基本概念，或他們是否已準備好進入更高層次的發

展。  
 
 幹部是否對國際獅子會的結構、目標、歷史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歷史？          是      否 
 
 資源： 
 新會員講習  
 
幹部是否知道其分會的一般責任？         是      否 
 
 資源： 
 標準版分會憲章及附則  
 

分會管理：   
 
確保分會幹部知道自己的角色和責任、以及可得到的培訓，以支持有效的分會管理。  
 
 下列幹部是否了解其職責，以有效地履行其角色?  

 
分會會長        是      否 
 
 資源： 
 分會會長/副會長網頁 
 分會會長指導者檢查單 
 
分會第一副會長       是      否 
 
 資源： 
 分會會長/副會長網頁 
 在為您的任期做準備時，請參考 分會會長指導者檢查單 
 
分會秘書       是      否 
 
 資源： 
 分會秘書網頁 
 分會秘書指導者檢查單 

  

https://cdn2.webdamdb.com/md_waKhcTuv1wD9.jpg.pdf?v=2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2852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president-vice-president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201050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president-vice-president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201050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secretary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20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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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會財務            是      否 
 
 資源： 
 分會財務網頁 
 分會財務指導者檢查單 

 

分會會員發展主席        是      否 
 
 資源： 
 分會會員發展主席網頁 
 分會會員發展主席指導者檢查單 

 

分會行銷主席          是      否 
 
 資源： 
 分會行銷主席網頁   
 分會行銷主席指導者檢查單   
 
 分會服務主席       是      否 
 
 資源： 
 分會服務主席網頁 
 分會服務主席指導者檢查單  
  
分會 LCIF 協調員        是             否 

 
 資源： 
 分會 LCIF 協調員網頁   
 分會 LCIF 協調員指導者檢查單   
 

每個月的分會健康評估報告將顯示分會是否提交報告、是否有逾期未付之款項、是否及時舉行選舉的訊

息。  請查看分會健康評估報告並回答以下之問題。  
 

是否定期提交會員和活動報表？  是      否 
 
資源：  
MyLCI 
MyLION  
分會健康評估的策略 
 
分會帳戶是否保持更新？      是      否 
 
資源：  
財務資源網頁 
區的摘要報告     
 
分會是否每年有新的領導人 (幹部不重複任職)？          是      否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treasurer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201075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201075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membership-chairperson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16244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162447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marketing-communications-chairperson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201103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service-chairperson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201087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201050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97201050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lcif-coordinator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138894604
http://www8.lionsclubs.org/reports/membershipregister/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https://www.lionsclubs.org/en/v2/resource/download/79883804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finance-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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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活動:   
 

分會是否已指派一位獅友擔任分會服務主席的職務？         是      否 
 
 分會是否參與有意義的服務活動？         是      否 
 

這些活動是否與社區有關而且能見度高？        是      否 
 
分會會員是否寧願追求其他的方案？      是      否 

 
如果需要加強服務活動或需要確定新方案，請訪問分會服務主席網頁。  此外，請遵循分會服務之旅、 全
球志業、方案計劃書、GST 工具箱和付諸實現！ 
 
行銷： 
 
一份有效的行銷計劃會認可分會的努力，並讓社區了解分會的活動。  內外部溝通務必是正面形象的，並邀請

準會員與已入會會員。  
 

分會是否已指派獅友擔任分會行銷主席的職務 ?  
職位？         是      否 
 
分會是否有效地宣傳他們支持的方案？       是       否 
 
會議，活動和方案是否能有效地傳達給分會會員？     是      否 
 
分會是否有網站？      是      否 
 
分會在社交媒體上活躍嗎？     是         否 

 
可運用的資源包括《行銷指南》、電子分會會所和分會秘書的培訓。  另外可以考慮獅子會學習中心提供

的公共關係課程。  
 

獅子會國際基金會： 
 

分會是否已指派一位獅友擔任 LCIF 協調員的職務？      是        否 
 
分會會員是否知道 LCIF 撥款和計劃，以及支持我們全球志業的重要性？       
  是        否 
 
分會是否參與 LCIF 舉辦的募款活動？     是        否 
 
這些活動是否與社區有關而且能見度高？      是        否 
 
是否有會員希望實施的 LCIF 撥款方案？     是        否 

 
欲深入了解 LCIF 撥款機會及找到 LCIF 撥款是否適合貴分會、區或複合區的資源，請訪問 LCIF 撥款工具

袋。欲深入了解貴分會能如何支持 LCIF，請訪問 捐款的方法 網頁。  欲閱讀並和大家分享因 LCIF 的撥款而得

以實現的服務故事，請訪問 LCIF：自豪的故事。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service-chairperson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approach/service-journey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explore-our-clubs/our-global-cause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explore-our-clubs/our-global-causes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start-our-approach/service-journey/service-project-planners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gst-toolbox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823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reate-e-clubhouse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grantstoolkit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grantstoolkit
https://www.lionsclubs.org/zh-hant/give-how-to-give/more-ways-to-g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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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劣質的會議可以毀掉一個分會。  招募新會員之前，提供溫馨的氛圍是很重要的。  
 

會議是否是積極的、有意義和有建樹的？      是      否 
 
是否定期舉行？       是      否 
 
是否有高出席率？     是      否 
 
與會者是否得到鼓勵？      是      否 
 
會議是否將全部會員都納入其中？     是      否 
 
有哪些可以改進之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源： 
您的分會，您的方式! 
 
 

會員成長： 
 
會員成長可能是分會最大的挑戰，應該在分會能夠有效運作之後或新會員最容易離開的時候啓動這項工作。  
在推出會員發展活動前，要確保所有其他問題已得到解決。  
 

分會正積極招募新會員嗎？      是      否 
 
是否所有會員，包括新會員和已入會的會員，都參與了他們認為有意義的方案？      
  是      否 
 
分會是否有一個會員發展計劃？     是      否 
 

 會員為何離開分會？需要作哪些調整來改善會員保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源： 

分會會員發展主席網頁 
  

https://www.lionsclubs.org/resources/79883237
https://lionsclubs.org/zh-hant/resources-for-members/resource-center/club-membership-chair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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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支持： 
 
區領導的目的是支持分會的健全和發展。  然而區需要留意確保分會在支持其會員感興趣的方案和活動。  根據

研究顯示，健康的分會將支持其會員認為重要的區方案，然而，這些方案也可能消耗重建弱的分會所需的精

力。  
 

區領導是否被視為肯定和有幫助的？      是      否 
 
區或複合區是否提供讓分會幹部和會員受益的培訓機會？     
  是      否 
 
分會幹部是否出席分區會議？      是      否 
 
區的活動和會議是否有效地傳達給分會幹部？      是      否 
 
區活動/方案是否讓分會會員偏離其自己的方案?     
  是      否 
 
 

 區可提供那些支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進一步的領導發展: 
有時，分會由於領導力問題而失敗。這些問題包括從會員搞破壞到缺乏指導方向都有。  國際獅子會分會提供

了大量的領導力發展課程和計劃資源，旨在幫助會員取得成功。  貴區的全球領導團隊（GLT）協調員可以提供

更多關於培訓機會的訊息。  務必讓新會員和已入會會員知道，參與國際獅子會所提供的培訓活動可以有很多
個人成長的機會。  額外的資訊，請訪問 獅子會學習中心 。  
 
 
 
 
 
 
 
  

https://myapp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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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到獨立 
 
在未來兩年中，您將幫助分會獲得獨立。  以下是設定目標和追踪成績的時間表。  
 
第一年：  
 
第一季度:  
 
30 天：  
 幫助分會會長進行《付諸實現》的練習以講解方案的規劃 
 用幾個課程提供分會幹部培訓 
 出席會議並在需要時給與指導 – 未來兩年中的例會和理事會會議 
 提交第一份會員發展報告和活動報告 
 分會幹部與其指導者們會面 
 
60 天：  
 起步舉辦服務方案 
 幫助分會幹部指派委員會成員  特別注意鼓勵所有會員參與 
 繼續邀請新會員 
 幫忙計劃授證夜 
 
90 天：  
 繼續計劃服務方案 
 介紹分會幹部指導者團隊 
 幹部出席分區會議 
 舉辦授證夜 
 需要時為幹部提供領導培訓 
 
第二至第三季度：  
 確保會員月報表適當填妥並按時提交 
 檢查服務方案的進度  
 鼓勵分會幹部出席由優秀分會舉辦的會議  
 啟動一個會員發展活動  
 繼續在例會和理事會會議中與分會幹部們會面，討論所面臨的挑戰和機會。  

     
 確保幹部們參與區或複合區階層的幹部培訓。  鼓勵他們參加分會優質倡議。  

     
 鼓勵拜訪其他分會 
 
第四季：  
實施分會優質倡議 – 透過進行分會優質倡議來研究會員的需求，並確保滿足會員的需求、正確地舉行會議，

並不斷改進分會，從而確定分會是否真正滿足會會員的需求。  確定下一年的短期目標（未來幾個月）和長期

目標（未來持續的 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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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獅的第二年 
 
第一季度:  
新幹部應被適當安排就任，並按以下詳細列出的計劃開始他們的任期： 
 

 服務方案計劃 –  做一個服務方案計劃，包括行動步驟、目標和目的。  此計劃應包括一個時間表，以

及資金和人力資源的分配方案。  《付諸實現》這份刊物是制定此計劃的極佳資源。  
 
會員招募計劃 – 招募新會員和宣傳分會的摘要計劃。  此計劃應包括成立一個，或繼續一個會員發展

委員會。  
 
領導發展計劃 – 建立一個概述如何培養和支持分會幹部及領導人的計劃。  幹部和會員們可以做一個

自我評估，看看他們是否有一個特定的個人或專業上的、他們欲達到的目標。  考慮將計劃的焦點集中

於領導技巧。  
 
 繼續邀請分會幹部(和即將上任的分會幹部)參與由優秀分會舉辦的會議。 
繼續參與區的活動 
修訂和拓展年度計劃 
 
第二、第三和第四季度：  
追蹤持續的目標 
設定新目標 
舉辦分會優質倡議 
鼓勵多拜訪分會  
 
提高會議出席率的構想   

1. 確保會議日期、時間和地點能便利會員。  
2. 確保會議場地舒適且滿足會員的需要。  
3. 使用多種溝通方式來鼓勵會員的出席（電郵、信函和電話聯繫）。溝通應是樂觀進取的，並包括對會

議活動的正面描述，及強調他們在分會活動中的參與之重要性。  
4. 邀請會員和潛在會員並鼓勵他們帶朋友來。  保持讓他們獲悉服務方案的發展和進程。  
5. 提供一份每個分會之方案的詳細報告，並鼓勵會員們參與。  
6. 在每個會議上設置一個有興趣的活動或發言。  

 

 

 

 

 

  



頁碼 |42 

認證導獅的測驗    

1. 認證導獅一經認證以後，是否可以選擇他/她將要輔導的分會? 
否，應由總監來指派認證導獅 
是，導獅可以自行選擇分會 
是，如果分會在認證導獅的區内 
 

2. 認證導獅是否需要出席分會的所有會議?  
是，兩年内應出席大多數的分會例會和理事會會議 
是，必須出席頭六個月的會議 
否，只需要出席理事會會議 
 

3. 分會幹部是否應參加分區和區的領導培訓?  
是，十分鼓勵 
否，認證導獅提供所有的領導培訓 
是，但只在分會進入第二年時 
 

4. 誰來決定分會要支持的方案?  
分會會員決定他們認為對社區重要的方案  
認證導獅必須為分會選擇合適的方案 
分會必須在考慮任何其他方案之前，先支持 LCIF  
 

5. 認證導獅是否應為分會幹部提名他們的指導者?  
是，這樣每位幹部都會得到一位具有最新資訊的資深幹部的培訓  
否，所有培訓工作都應由認證導獅完成 
只有在一年後，如果幹部未能履行其職責時才需要提名 
 

6. 認證導獅是否應在培訓課程中討論會員招募和會員保留？  
否，因為這不是新會的問題 
只有在一年後，如果分會流失會員才需要 
是，很重要 
 

7. 解釋如何舉辦有成效和有意義的分會會議是否必須？  
否，他們都是成年人，他們應該知道 
只有在會議出席率低的情況下才要 
是，這是會員持續參與的關鍵 
 

8. 按照建議，應舉辦幾個分會幹部培訓課程？  
如果他們是優秀的領導，只需一個課程 
五個課程 
六個課程，若是新會，三個在授證夜之前，三個在授證夜之後 
 

9. 認證導獅是否必須繳交報告？  
是，每三個月一次 
是，只需在兩年任期結束時 
只有在新會出現問題時才需要  
 

10. 認證導獅是否需要繳交最後成果報告？  
是，此提供分會進度的最後說明。 
只有當分會不能運作時才需要 
只有當導獅之前未提送任何報告時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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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認證導獅是否應鼓勵分會會員及幹部們拜訪其他管理優秀的分會？  
否，這會使他們困惑及產生錯誤的想法 
要等到成為會員兩年以後 
是的，是個學習的方法 
 

12. 按照建議，最好在何時舉辦「分會幹部培訓」？ 
在授證獲得批准或分配到現有分會後的 30 天內 
在授證夜或分配到現有分會的兩個月後 
只在需要時才舉辦 
 

13. 新分會是否應參與區的活動？  
否，應等至少兩年以後 
只有當發生國際災害時 
是，應儘快參與 
 

14. 新會是否應在頭兩年有會員淨增長？  
否，在招募新會員以前，新的會員必須首先彼此相互了解 
是，這證明分會運作良好 
只有當分會流失會員時  
 

15. 是否應由認證導獅決定新分會擧行會議的時間和地點?  
  當然是的，認證導獅將可做最好的決定 
  否，這必須是新會員的決定 
  會議必須在便利於認證導獅的時間擧行  
 

16. 分區主席是否屬於「分會幹部指導者團隊」？ 
是，屬於 
否，他/她有不同的任務承諾 
只有當總監指派他/她時 
 

17. 「分會幹部培訓」的課程應該是多長時間?  
一整天 
至少三個小時，中間有小休 
每個課程應持續大約一小時 
 

18. 認證導獅是否應講解費用和會費？ 
等到授證夜之後才講 
不要在一開始講解，他們可能會失去興趣 
是，這是個重要問題  
 

19. 導獅是否應鼓勵分會建立一個 「招募會員計劃」? 
應在分會進入第二年時 
是的，這是分會的主要目標之一 
只有當新分會流失會員時才要 
 

20. 增加會議出席率是新會的一項重要議題嗎?  
是的，保持會員的參與很重要  
在開始時，只有幹部必須出席 
等到授證夜之後才講  

  



頁碼 |44 

認證導獅   
完成課程確認表格 

認證流程： 
要獲得認證，請完成此表格以及第 42 和 43 頁上的問題。與您的總監、區 GLT 協調員或複合區 GLT 協調員會

面，來審查您的答案並討論有待進一步發展的領域。  
 
認證導獅的資料：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成為有成效的認證導獅，您必須有時間和能夠出席分會大部分的會議、提供持續的幹部培訓和指導、在分會

幹部需要協助時和他們交談、並賦予分會能力，以實現其服務和會員發展的目標。  如果需要您去服務一個新

會，您能否履行這些職責？   
 
是    否 
 
總監、區或複合區 GLT 協調員核准 
 
上述獅友已經完成認證導獅計劃(以及地方資源和練習的知識)，並具有擔任認證導獅的技巧和知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總監、區或複合區 GLT 協調員 
 
 
 
 
 
批准後，將表格繳交至： 
國際獅子會 
C/O District and Club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Pacific Asian Department 
300 W.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電子郵件：certifiedguidinglions@lionsclubs.org 
 
  

mailto:certifiedguidinglion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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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獅   
        季度報告  

 

連續兩年每季度向國際獅子會和您的總監繳交報告。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導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是否定期與分會聯繫？    是  否 

分會會議： 

分會是否舉辦過例會和理事會會議？ 是  否 

會員們是否積極出席這些會議?     是  否 

您是否能出席？是  否 

會員發展： 

分會是否積極招募會員？   是  否 

分會是否流失會員？是  否 

服務方案： 

已完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來計劃的方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募款活動： 

已完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來計劃的方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培訓： 

分會是否幹部受過訓？ 是  否 

如果是, 請描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體發展： 

您是否在貴分會遇到什麼挑戰？ 是  否 

您的下一步是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CI 如何提供協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寄至：    國際獅子會       
     區及分會行政管理司     
     300 W.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發電子郵件至：certifiedguidinglions@lionsclubs.org 

mailto:certifiedguidinglion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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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獅   
          最後報告和獎項申請  

 
請於分會兩週年時提交此報告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會名稱：             分會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導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兩年任期結束後，導獅將有資格獲得導獅獎。  要獲得該獎，分會和導獅兩個方面需要滿足以下要求： 
 
分會 

該分會是國際獅子會的正常分會。  

在導獅的兩年任期結束時，該分會實現了會員的淨增長，會員人數達到至少 20 名。  
       
 
報告了新的服務和募款項目，並被鼓勵向 LCIF 捐款。  

參加了區的活動（包括專區會議）。  

分會幹部確認（簽署最終報告表格）導獅對分會的發展提供了支持。   

 

導獅 

向國際獅子會和總監提交 每季報告 。 

在兩年任期結束之前完成了導獅認證課程。 

參加了分會的大部分例會和理事會。 

向國際獅子會和總監提交了<最終報告>。 

 

核准 

分會會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總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郵寄至：    國際獅子會       
     區及分會行政管理司     
     300 W.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發電子郵件至：certifiedguidinglion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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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區及分會行政管理司 
300 W. 22nd Street 
Oak Brook, IL 60523-8842, USA 
www.lionsclubs.org  
電子郵件：certifiedguidinglions@lionsclu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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